新聞稿
Sony 增強鏡頭型數碼相機系列陣容及加入全新可換鏡頭概念
全新 ILCE-QX1 兼容 E-mount 鏡頭；DSC-QX30 配備 30 倍光學變焦

ILCE-QX1






DSC-QX30

ILCE-QX1 配備大型 APS-C Exmor™ CMOS 影像感測器、BIONZ X™處理器及
先進相機功能，並可配合 E-mount 鏡頭使用
DSC-QX30 具備 30 倍光學變焦及 Optical SteadyShot 防震技術
全新 PlayMemories Mobile™ 5.0 應用程式令智能手機操控更簡易快捷
DSC-QX10 新增兩款亮麗機身顏色供選擇

香港‧2014 年 9 月 11 日 – Sony 最新鏡頭型數碼相機 ILCE-QX1 及 DSC-QX30，集合智
能手機和高階相機的優勢，隨時隨地拍攝和簡易分享相片，及具有強勁影像拍攝功能和創
意選項。而 DSC-QX10 新增兩款機身顏色 (銅色及粉紅色) 以配襯智能手機。
只要透過 Wi-Fi 便可輕鬆把相機連接智能手機。而優化 PlayMemories Mobile™ 應用程式
提升配備 NFC 功能的鏡頭型數碼相機之 One-touch 連接速度，帶來更流暢的拍攝體驗。
Sony 為 Android 及 iOS 智能手機推出免費 PlayMemories Mobile™ 應用程式最新 5.0 版本，
讓用戶操控每款鏡頭型數碼相機更得心應手。全新介面帶來更方便的拍攝體驗，單手操作
亦輕鬆自如。應用程式現已能在屏幕上顯示格線，讓用戶更易在智能手機上構圖取景。新
増的 GPS 功能能夠在拍攝時1將相片連地點資訊一併傳送至用戶的智能手機。用戶亦可透
過手機觸控屏啟動相機快門，自動傳送相片到手機，即時分享珍貴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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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內記憶咭儲存的影像不會加入地點資訊。
1

ILCE-QX1
ILCE-QX1 讓專業攝影師使用他們所收藏的 E-mount / A-mount (A-mount 鏡頭須配合 LAEA4 鏡頭轉接環) 鏡頭。用戶只需揀選所需的鏡頭，例如變焦、廣角、長焦距或微距，便
可一手掌握曝光、對焦和拍攝模式，全面發揮藝術觸覺。
全新相機具備 2,010 萬像素 APS-C Exmor™ CMOS 影像感測器，可擷取影像細節鉅細無
遺，表現媲美體積較大的相機。此外，配合 Sony 先進 BIONZ X™處理器和優化分區降噪
功能，即使遇上昏暗環境，QX1 仍可拍攝令人讚嘆的低雜訊影像，而較小型感測器往往
難以應付。
QX1 內置大型感測器，讓用戶拍攝出智能手機難以匹敵的散景 (bokeh) 效果，展現柔和虛
化背景。
無論是專業攝影師或是業餘用戶，必會對相機內的多元化卓越功能愛不釋手。Superior
Auto 可辨別數十種不同的場景，例如風景或背光人像，輕易調節相機設定便可獲得頂級
拍攝效果。對於喜愛攝影後期製作的攝影師，QX1 現已能夠拍攝 RAW 相片格式檔案；
QX1 亦為首部鏡頭型數碼相機具備內置閃光燈，以便拍攝人像或室內昏暗環境。
另購配件 LCS-QXA 相機袋連相機帶套裝，棕色仿皮設計尊貴時尚。另有肩帶或腰帶配件，
讓用戶在外出攝影時妥善保護 QX1 及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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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QX30
智能手機一般難以拍攝高倍數變焦相片，利用數碼變焦所拍攝的影像往往微粒粗糙。體積
輕巧的 DSC-QX30 擁有強勁 30 倍光學變焦鏡頭，加上 Optical SteadyShot 光學防震技術有
助消除模糊影像，拍攝的影像清晰銳利。
DSC-QX30 可暢順地從 24mm 廣角變焦至等同 720mm2長焦距遠攝，即使拍攝對象站在 40
米外亦能拍得清晰的特寫。若用戶希望拍攝更遠處的景物，清晰影像變焦可提供 60 倍強
大變焦而不影響像素。
DSC-QX30 不單擁有驕人的變焦效能，亦具備鎖定對焦功能和高達每秒 10 幀的高速連環
快拍，可準確地捕捉高速移動對象而影像依然清晰銳利。DSC-QX30 拍攝影片亦非常出色，
只要一觸按鈕便可拍攝 60p 流暢全高清短片3。
兩款全新鏡頭型數碼相機均兼容 Sony 可穿載式 Live-View 遙控器 4 RM-LVR1 5 及 RMLVR2V6。這兩款配戴於手腕的遙控器讓用戶從多達五部已連接的相機之中即時檢視影像，
對於進行多角度拍攝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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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m 等效焦距 (比例 4:3) 。
必須先插入記憶卡才可拍攝影片。連環快拍和其他拍攝模式。
4
另外選購配件。
5
須配合軟件版本 2.0 或以後。
6
提供 HDR-AZ1VR、HDR-AZ1VB 及 HDR-AZ1VW。
3

3

DSC-QX10 帶來全新顏色
同時，QX10 亦推出了兩款時尚的機身顏色，以配襯時下的智能手機。除了現有的黑、白
兩色之外，新增矚目的銅色及粉紅色，為拍攝體驗添上豐富色彩。

另購配件 ADP-FSK1
Sony 鏡頭型數碼相機令拍攝更具彈性，配合另購配件 ADP-FSK1 更可擴闊用戶的拍攝風
格。這款多角度攝影套裝包括可調校角度的連接環及手柄，讓用戶可從低角度或高角度拍
攝，自拍時更得心應手。另備有「自拍伸縮棒」VCT-AMP1，無論自拍或與一班親朋好
友合照，也靈活自如。
Sony 鏡頭型數碼相機 ILCE-QX1 及 ILCE-QX1L 將於 2014 年 9 月中推出，售價分別為港
幣 2,980 元及港幣 3,980 元。DSC-QX30 將於 2014 年 10 月初推出，定價港幣 2,780 元。新
顏色 QX10 將於 2014 年 10 月初推出，定價港幣 1,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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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預售
全新 ILCE-QX1 / ILCE-QX1L 及 QX30 分別於 2014 年 9 月 12 至 9 月 15 日及 9 月 12 至 9
月 25 日在 Sony Store 專門店、Sony Store 網上專門店 (www.sony.com.hk/store)、Sony 銷售
熱線 (852) 2345-2966 及特約零售商公開預售，優惠詳情如下：
型號
ILCE-QX1 (淨機身)
ILCE-QX1L 單鏡套裝
(機身連 SELP1650 鏡頭)

售價
港幣 2,980 元
港幣 3,980 元

DSC-QX30

港幣 2,780 元

ADP-FSK1 多角度攝影套裝
(可調校角度接環及手柄)
LCS-QXA
相機袋連相機帶套裝

港幣 188 元

SEL35F18 鏡頭
SEL50F18 鏡頭
(銀色或黑色)

預售禮物
- α 充電式電池 NP-FW50
(價值港幣 450 元)
- Micro SD 咭 SR-16UYA
(價值港幣 169 元)
- 自拍伸縮棒 VCT-AMP1
(價值港幣 360 元)
不適用

港幣 468 元

不適用

ILCE-QX1 / ILCE-QX1L 升級優惠
優惠價港幣 2,990 元 (原價港幣 3,590 元)
優惠價港幣 1,990 元 (原價港幣 2,390 元)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 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345-2966。
有關香港業務拓展總部
香港業務拓展總部(HKMC)是索尼香港的附屬公司，在香港及澳門提供 Sony 消費者產品
及廣播與專業產品的有關銷售、市務推廣及售後服務。欲知更多有關 Sony 產品及服務的
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sony.co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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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鏡頭型數碼相機 ILCE-QX1 及 DSC-QX30 的產品規格：
型號
影像感測器
類型
像素
鏡頭
鏡頭類型

光學變焦
清晰影像變焦
相機功能
影像處理器
SteadyShot
防震系統
對焦模式
對焦範圍
測光錶模式
曝光控制
ISO 感光度
白平衡模式

拍攝模式
過片模式

閃光燈

7
8

ILCE-QX1

DSC-QX30

APS-C (23.2 x 15.4 毫米)
Exmor™ CMOS 感測器
[有效像素] 2,010萬像素
[總像素] 2,040萬像素

1/2.3 吋 Exmor R™ CMOS 感測
器
[有效像素] 2,040萬像素
[總像素] 2,110萬像素

Sony E-mount 鏡頭

Sony G 鏡頭
F3.5 (廣角)-6.3 (遠攝) f=24-720
毫米7
30 倍
清晰影像變焦高達 60 倍

(因應配接鏡頭)
清晰影像變焦高達 2 倍

BIONZ X™
- (因應配接鏡頭支援的防震系
光學
統)
單次自動對焦 / 手動對焦
單次自動對焦/輕觸式自動對焦/
/ 輕觸式自動對焦 / 鎖定對焦
鎖定對焦
寬 (25 點 (對比自動對焦))
多點自動對焦
多區分割
有
自動, ISO 100-16000
ISO 80-3200 智合拍, (ISO 80128008)進階自動模式
自動/日光/陰影/陰天/白熾燈 / 螢 自動/日光/陰天/白熾燈/螢光燈
光燈(暖白色) /
(冷白) /螢光燈(白天白光) / 螢光
螢光燈(冷白) /螢光燈(白天白光)
燈(日光)
/ 螢光燈(日光) /
色溫/ 閃光燈
進階自動模式/ 智合拍/ 影片 / 程式自動/ 光圈先決 /
快門先決
單張拍攝 / 連續拍攝 / 快門先決 單張拍攝 / 連續拍攝/ 計時(10 秒
連續拍攝/ 計時(10 秒延遲 / 2 秒
延遲 / 2 秒延遲)
延遲)
內置閃光燈 (GN4 以米為 ISO
100)

35mm 等效焦距 (4:3 比例)。
通過使用重疊連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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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兼容記憶卡
記錄格式

靜態影像
影片

介面
輸入及輸出端子
Wi-Fi
NFC
電源
電池
USB 充電/USB 電源供應
靜態影像(CIPA 標準)
影片(連續 / CIPA 標準)
其他
尺寸闊 x 高 x 深
(不連接智能電話 )
重量 (不連接智能電話)
多重相機控制
隨機附件

Memory Stick Micro, Memory Stick Micro (Mark2), microSD,
microSDHC, microSDXC
JPEG/RAW+JPEG
JPEG
MP4 16M (1920x1080 30p)
MP4 28M (1920x1080 60p) / 16M
(1920x1080 30p)
Multi/Micro USB 端子 (USB2.0)
支援
支援 (一觸遙控)
NP-FW50

NP-BN
支援/支援

約 440 張
約 150 分鐘

約 200 張
約 45 分鐘

74.0 x 69.5 x 52.5 毫米

68.4 x 65.1 x 57.6 毫米

216 克 (包括電池及 Memory
Stick micro)
NP-FW50 電池 /
智能電話配接器
/Micro USB 線 / 機繩
/ 快速指南

193 克(包括電池及 Memory Stick
micro )
支援
NP-BN 電池/
智能電話配接器 /
Micro USB 線 / 機繩
/快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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